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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、現場掛號服務 (上午八時起 ) 

一般門診一般門診
上午診 於 11:30 前受理掛號

下午診 於 16:30 前受理掛號

夜　診 於 20:30 前受理掛號

兒童發展中心初診兒童發展中心初診
上午診 於 11:00 前受理掛號

下午診 於 15:30 前受理掛號

校

B、人工電話掛號服務 (上午八時起 )

服務電話：04-7225132

上午診 於 10:30 前受理掛號

下午診 於 16:00 前受理掛號

夜　診 於 20:00 前受理掛號

●預約後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到診間報到候診。

C、語音掛號服務 (24 小時服務 )

服務電話：04-7225152

D、初診預約掛號服務

服務電話：04-7225132

●完成初診電話預約掛號之後，看診當

日須攜帶身分證及健保卡到一樓掛號櫃

台抽取號碼牌及填寫初診基本資料表，

完成全部掛號手續後再到診間候診。

E、看診時間

上午門診 08:30 開始 12:00 結束

下午門診 14:00 開始 17:00 結束

夜間門診 18:00 開始 21:00 結束

●週六下午停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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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主題

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官網

認識兒童復健科認識兒童復健科認識兒童復健科認識兒童復健科

兒童耳鼻喉科兒童耳鼻喉科門診門診

二月起提供服務二月起提供服務

星期一 
————
上午、下午

星期三
————

上午

星期四
————

上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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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復健科是一個跨領域的照護團隊，包括 : 復健科醫

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心理師……等，

服務範疇含早產兒的發展評估、新生兒斜頸、兒童發展遲緩

的診斷與治療、身障兒童的照護及身障手冊的鑑定……等。

兒童的發展是持續性的，發展遲緩兒童的療育，以學齡

前介入為最佳時機，當家長對兒童有任何動作、語言、認知

發展的疑慮時，都可以來兒童復健科尋求評估與療育。另外，

本科也設有輔具中心提供各類輔具，如：踝足支架、矯正鞋

墊、特製輪椅、特製推車……等，依照個別需求，提供專業

的評估與輔助照護建議。

兒童復健科針對斜頸、關節炎的兒童，我們提供軟組織

超音波檢查，進行即時診斷與治療，讓兒童減少核磁共振檢

查 (MRI) 需麻醉的風險。周邊神經病變及臂神經叢損傷的病

童，可透過神經電氣檢查進行鑑別診斷。因肌肉張力太高，

導致步態異常、行動不便、關節變形及擺位困難的痙攣型腦

性麻痺兒童，本科在超音波導引下執行肉毒桿菌素注射，大

幅提高其精確度，改善腦性麻痺兒童肌肉張力、步態及復健

成效。此外，健保已放寬腦性麻痺兒童肉毒桿菌素的給付至

成年，使腦性麻痺兒童能得到更完整的持續性照護。

兒童復健科團隊對發展遲緩的早期介入、因骨骼發育造

成的相關問題、腦部病變引起的復健需求都十分重視，透過

各職類的專業，讓每位兒童都可以獲得持續性、完整性的照

護。

兒童復健科 倪鈺庭語言治療師

簡介

當孩子該說話時卻遲遲不開口，總是令家長十分擔心，

到底是聽力出問題 ? 還是只是大隻雞慢啼，再等等就好 ? 又

或是有其他因素 ? 當家長因為擔憂而提出許多疑問時，都可

看出每位家長背後渴望幫助孩子的心。其實，孩子的發展是

動態且多元的，每個孩子的表現都有自己的時辰與獨特性，

透過家長細心的觀察，如果懷疑有發展落後的跡象，只要盡

早接受評估介入與醫療協助，就有機會讓孩子迎頭趕上。

孩子的語言能力受到先天條件 ( 例：腦部及感官功能是否

健全 ) 及後天養成 ( 例：環境刺激是否充足 ) 兩大因素交互影

響而成。當先天因素影響到發展時，早期適當的醫療介入對

孩子會有很大的幫助；如果是後天環境刺激不足導致語言發

展較慢，建議家長可創造豐富語言刺激的環境給孩子，也可

透過幼兒園、適齡的才藝課等團體活動的參與，讓孩子在同

齡孩童的陪伴與刺激下，自然增進說話的動機與能力。

培養孩子語言能力的方法除了接受語言治療與前往教育

機構外，在家中也可以精心安排專屬親子間的活動來幫助小

朋友發展，並且可以彈性地安排各式有趣的遊戲，例如 : 運

用學字卡、故事書、故事接龍、玩桌遊或圖卡闖關遊戲等，

只要能吸引孩子的興趣且願意參與的都是好活動。在遊戲中

引導孩子學習表達並適當地給予鼓勵，都可強化孩子的語言

能力與自信心，但要注意，倘若家長因著急而逼迫孩子說話，

反而會造成不願開口的反效果喔 !

1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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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語言培養知多少 ?

兒童復健科 廖淑芬醫師

兒童復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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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兒童復健科 

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

上午
 

下午

晚上

學經歷 現職

經歷

專長

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畢業 (1986-1993) 彰化基督教醫院復健科資深主治醫師 (2001迄今 )
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遲緩鑑定
醫師
台灣兒童暨家扶基金會附設彰化宜智學園醫療顧
問
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 ( 助理字第 017088 號 )

台北榮民總醫院復健科住院醫師 (1993-1997)
台北榮民總醫院復健科總醫師

灣橋榮民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

元吉醫院復健科主任

澳洲 Cathley-Smith lymphedema 治療進修

中台醫護技術學院放射科病理學兼任講師（2002-2004)
兒童復健及早期療育，淋巴水腫復健，神經復健，運

動醫學，神經肌電圖檢查

廖淑芬
主治醫師

兒童復健科是由跨領域專業人員所組成的照護團隊，包括復健科

醫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心理師…等，服務

範疇涵蓋早產兒的發展評估、新生兒斜頸、兒童發展遲緩的診斷與

治療、身障兒童的照護及身障手冊的鑑定、發展遲緩的早期介入、因骨骼發育造成的相關

問題或腦部病變引起的復健需求…等。

醫師介紹

第          版2 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 醫療保健新知 |

兒童復健科是一個跨領域的照護團隊，包括 : 復健科醫

師、物理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語言治療師、心理師……等，

服務範疇含早產兒的發展評估、新生兒斜頸、兒童發展遲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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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的發展是持續性的，發展遲緩兒童的療育，以學齡

前介入為最佳時機，當家長對兒童有任何動作、語言、認知

發展的疑慮時，都可以來兒童復健科尋求評估與療育。另外，

本科也設有輔具中心提供各類輔具，如：踝足支架、矯正鞋

墊、特製輪椅、特製推車……等，依照個別需求，提供專業

的評估與輔助照護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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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音波檢查，進行即時診斷與治療，讓兒童減少核磁共振檢

查 (MRI) 需麻醉的風險。周邊神經病變及臂神經叢損傷的病

童，可透過神經電氣檢查進行鑑別診斷。因肌肉張力太高，

導致步態異常、行動不便、關節變形及擺位困難的痙攣型腦

性麻痺兒童，本科在超音波導引下執行肉毒桿菌素注射，大

幅提高其精確度，改善腦性麻痺兒童肌肉張力、步態及復健

成效。此外，健保已放寬腦性麻痺兒童肉毒桿菌素的給付至

成年，使腦性麻痺兒童能得到更完整的持續性照護。

兒童復健科團隊對發展遲緩的早期介入、因骨骼發育造

成的相關問題、腦部病變引起的復健需求都十分重視，透過

各職類的專業，讓每位兒童都可以獲得持續性、完整性的照

護。

兒童復健科 倪鈺庭語言治療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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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孩子該說話時卻遲遲不開口，總是令家長十分擔心，

到底是聽力出問題 ? 還是只是大隻雞慢啼，再等等就好 ? 又

或是有其他因素 ? 當家長因為擔憂而提出許多疑問時，都可

看出每位家長背後渴望幫助孩子的心。其實，孩子的發展是

動態且多元的，每個孩子的表現都有自己的時辰與獨特性，

透過家長細心的觀察，如果懷疑有發展落後的跡象，只要盡

早接受評估介入與醫療協助，就有機會讓孩子迎頭趕上。

孩子的語言能力受到先天條件 ( 例：腦部及感官功能是否

健全 ) 及後天養成 ( 例：環境刺激是否充足 ) 兩大因素交互影

響而成。當先天因素影響到發展時，早期適當的醫療介入對

孩子會有很大的幫助；如果是後天環境刺激不足導致語言發

展較慢，建議家長可創造豐富語言刺激的環境給孩子，也可

透過幼兒園、適齡的才藝課等團體活動的參與，讓孩子在同

齡孩童的陪伴與刺激下，自然增進說話的動機與能力。

培養孩子語言能力的方法除了接受語言治療與前往教育

機構外，在家中也可以精心安排專屬親子間的活動來幫助小

朋友發展，並且可以彈性地安排各式有趣的遊戲，例如 : 運

用學字卡、故事書、故事接龍、玩桌遊或圖卡闖關遊戲等，

只要能吸引孩子的興趣且願意參與的都是好活動。在遊戲中

引導孩子學習表達並適當地給予鼓勵，都可強化孩子的語言

能力與自信心，但要注意，倘若家長因著急而逼迫孩子說話，

反而會造成不願開口的反效果喔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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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    別
星期

一 二 三 四 五 六
時段 診間

二

樓

兒童內科
※參考症狀：凡 21 歲以下身體不適者皆可掛一般兒

童內科，並設有各專科，其看診病症與一般成人

雷同。

※ 報到方式：兒童內科門診掛號後，請至評估室測

量身高、體重、體溫，再依掛號碼看診。

※青少年門診，須請上午 11 點前報到看診。

上午

201 蔡易晉 107239
( 心臟科邱英世教授聯診 )

吳焜烺 068155 吳焜烺 068155
( 肝膽腸胃 )

盧芳廷 181054
( 兒童心律不整 )

吳焜烺 068155

202 李孟倫 020540 陳家玉 182288 ※李孟倫 020540

203 曹龍彥 001539 教學門診001539 錢建文 103207 曹龍彥 001539 陳家玉 182288 林昭仁 124140    

204 盧芳廷 181054 高峻凱 096777
( 神經、癲癇 )

張通銘 128658 盧芳廷 181054
( 神經、妥瑞 )

張通銘 128658
( 氣喘、腎臟 )

錢建文 103207

205
 ( 兒童神經特診 )

※張明裕 054090 陳曉能 019184 高峻凱 096777 陳曉能 019184
 ( 減敏特診 )

高峻凱 ( 約 診 )

206
教學門診 103207(2/3.17)

教學門診 068206(2/10.24)
王士忠 068122

226
( 遺傳及內分泌 )

趙美琴 180430 王育美 051282
( 遺傳及內分泌 )

趙美琴 180430
( 遺傳及內分泌 )

趙美琴 180430 教學門診051282

下午

201 邱漢堯 002387
(兒童神經 )(14:30看診 )

※楊瑞成 302108 蕭建洲 068206 蔡易晉 107239 邱漢堯 002387

202 吳怡磊 162991 李明聲 107484 李孟倫 020540 陳俐如 168708 吳怡磊 162991

203 楊順成 061359 
( 過敏、氣喘 )

蔡易晉 107239 楊蕙穎 362743 曹龍彥 001539

204 錢建文 103207
( 母乳諮詢 ) 

李政翰 129130 錢建文 103207
( 兒童心臟 )

吳焜烺 068155

205 陳曉能 019184
( 癲癇特診 )

張明裕 054090 教學門診 129130 林昭仁 124140  

206 王士忠 068122
( 血液病 ) 

※林明燦 302617 王士忠 068122
( 血液病 ) 

※林明燦 302617

226 王育美 051282 吳劭彥 139256

夜間

201
( 風濕、胸腔 )

蔡易晉 107239 高峻凱 096777 吳焜烺 068155 蕭建洲 068206
( 過敏氣喘 )

蔡易晉 107239

202 李孟倫 020540 吳怡磊 162991 李明聲 107484

203 蕭建洲 068206 林昭仁 124140  楊順成 061359 

204 林昭仁 124140 盧芳廷 181054
(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)

張通銘 128658 陳俐如 168708

205 高峻凱 096777
( 不看發展遲緩鑑定門診 )

張明裕 054090

遺傳性代謝疾病整合門診 上午 206 趙美琴 約診
                     (2/6)

兒童耳鼻喉科 上午 223 王哲偉 332278 謝明妤 332290 陳偉格 332303

下午 223 林恆甫 332285

兒童皮膚科 上午 221 楊仁宏 332256

兒童骨科
※參考症狀：運動傷害、髖臼發育不良、上下肢畸型、

脊柱側彎

下午 226
 ( 兒童青少年骨科 )

王偉勛 331810

兒童外科
※參考症狀：凡21歲以下之小兒外科疾病如：小兒疝氣、

隱睪、尿道下裂、斜頸、表皮腫瘤、盲腸炎、一般外
科疾病如：腹部腫瘤及各種先天性胸腹部異常、肛門
閉鎖、巨結腸症、膽道閉鎖、囊腫等。

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
錢大維 180266 (2/8.22)

傅玉瑋 180520 (2/15.29)

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

兒童泌尿科
※ 參考症狀：包皮問題、尿道下裂、尿路逆流、腎

臟腫瘤等先天性及後天性泌尿系統疾病。

上午 221 錢大維 180266 傅玉瑋 180520
錢大維 180266 (2/8.22)

傅玉瑋 180520 (2/15.29)

下午 221 傅玉瑋 180520 許耀仁 181606   ( 便秘 )
(2/4.18.25)

教學門診 180520 (2/11)
林介山 331839 錢大維 180266 許耀仁 181606

健兒門診
※參考症狀：五歲以下兒童做健康體檢，預防注射。

健兒門診掛號後，請至健兒門診評估室測量身高、

體重、體溫，再依掛號碼看診。

上午
健兒 1 李政翰 326053 吳怡磊 326053 陳家玉 326053 陳曉能 326053 吳劭彥 326053 蕭建洲 326053

健兒 2 陳俐如 321640 楊蕙穎 321640 陳俐如 321640

下午 健兒 1 陳家玉 326053
蕭建洲326053 (2/4.11.18)

資深醫師 326053 (2/25)
黃意評 326053 黃于芸 326053 劉凱雯 326053

十

一

樓

兒童發展中心門診
※參考症狀：兒童心智智能不足、自閉症注意力障礙、

精神疾患等。

※兒童發展鑑定門診係採醫師約診方式。

※0-6 歲兒童如疑似發展遲緩，初診個案請先掛號兒

童發展中心門診；複診追蹤個案後續狀況，請聯

絡兒發中心 04-7238595 分機 1164 約診。

※兒童心智科門診病人年齡 21 歲以下。惟兒童心智

科江瑞豐醫師星期六門診病人年齡為 6-18 歲，星

期五上午門診病人年齡 18 歲以下。

※ 鄭琿醫師星期四下午青少年門診病人年齡為 12- 

18 歲。

上午

1
兒童發展鑑定 (9:00 看診 )

張明裕  054090     

3
兒童心智 

林達偉 149179
兒童心智

江瑞豐 360043
兒童心智

陳力源 161319

發展門診
( 自閉、過動、教養 )

江瑞豐 360043

兒童心智 (2/14.28)

江瑞豐 360043
兒童心智 08:00 看診

江瑞豐 360043

4
兒童發展鑑定 (2/3.17.24)

張通銘 約 診
兒童發展鑑定 (2/4)

張明裕 約 診
兒童發展鑑定

張明裕 約 診

兒童發展鑑定

林達偉 約 診 (2/13.27)

陳力源 約 診 (2/6.20)

兒童發展鑑定 (2/7.14.21)

廖淑芬 約 診

2 樓
92

發展門診

廖淑芬 094882
發展門診

廖淑芬 094882

2 樓
204

發展門診

張通銘 128658
發展門診

張通銘 128658

2 樓
205

發展門診

張明裕 054090

下午

1
肉毒桿菌注射 (2/3.10.17)

廖淑芬 約 診
學習障礙特診 (2/14.28)

張明裕 約 診

3
兒童心智

鄭　琿 約 診
兒童心智

蔡佩蓉 361459
兒童心智

鄭　琿 003123
兒童心智

鄭　琿 ( 約診 )
兒童心智 (2/7.21)

江瑞豐 360043

4
兒童發展鑑定

蕭安芳 ( 約診 )
兒童發展鑑定 ( 約診 2/13.27)

黃意評 青少年發展門診
　　　　　    361400 (2/6.20)


